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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春节假期就要来
临，除了按部就班忙完手头
工作，唯一剩下的大期待就
是年终奖了。年末岁尾，新
闻上天天报道着别人家的年
终奖，是不是有一种要跟他
们一起数钱的冲动。下面这
位喜获千万奖金的消息就让
人很羡慕。

近日，体彩大乐透第
19135期一等奖被重庆90后
小伙杨先生收入囊中。面对
这份千万“年终奖”，杨先生
最想做的就是回到妻儿身
边。“辛苦多年，谢谢体育彩
票终于可以让我一直陪在妻
儿身边了”。开奖后两天，在
浙江温州打工的杨先生领奖

时这样感叹道。
中奖票是一张8+3复式

票，合计收获奖金 1115 万
元。开奖当晚，杨先生第一
时间便知道自己中了奖。知
道中奖后，他脑海里的第一
想法就是回老家。这些年在
外打工，只有过年才能回去
几天，跟老婆和孩子相处的
时间屈指可数，浓浓的思念
溢于言表。

杨先生还表示，过年回老
家后就不去外地打工了，休息
几天后，自己开个小店，和老
婆孩子一起生活。其实，和家
人常相伴才是每个人最好的

“年终奖”。
河体

10元机选票意外收获头奖
新乡购彩者喜领七星彩奖金500万元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杨惠明

12月27日晚，七星彩第
19149 期开奖，开奖号码为

“4、0、5、1、6、5、3”，当期全国
中出1注500万头奖，幸运地
被我省新乡购彩者收获。

12月30日上午，大奖得
主赵先生来到河南省体彩中
心领取了奖金，他的中奖彩
票是一张10元5注单式票，
出自新乡市牧野区建设路
134 厂对面的 4107110240
体彩网点。收获了惊喜，领
取了奖金，赵先生激动的心

情一直不能平复，领奖现场
大方地分享了他的中奖经
历。

据了解，赵先生虽然接
触彩票的时间很长了，但不
是经常购买。“每次只要路过
彩票店，就会进去看看，当天
碰到什么开奖就买什么，10
块钱机选5注，权当娱乐生
活了。”赵先生说，上周五中
午他刚吃完饭，路过一家彩
票站，于是进去机选了5注
七星彩，拿到彩票之后就直

接塞兜里了。
“直到昨天下午，我换衣

服的时候发现了那张彩票。”
于是赵先生拿出手机查询了
一下开奖号码，结果让赵先生
惊喜不已。“我那张彩票上的
第四注号码跟中奖号码一模
一样，我中奖了呀！而且是一
等奖！”

关于奖金的用途，赵先生
表示来领奖之前已经想好，投
资或者买房，都会合理利用，让
自己的生活细水长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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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风采”22选5开奖公告

河南销售总额为403264元，中奖
总金额为20806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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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935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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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河南 3D及附加玩法销售额为
163696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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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别2019相约2020

体彩邀你登高健身迎新年

助力体育增色新年

新年祈愿是中华民族的
传统习俗，作为全民健身的“1
号活动”，新年登高健身活动至
2020年已是第二十五届了。
自2006年起，新年登高健身大
会得到中国体育彩票的鼎力支
持，活动的组织和宣传得到了
有力保障,参与人群越来越广，
影响力越来越大，成为一项标
志性的全国大型健身活动。

作为国家公益彩票，中国
体育彩票一直为推动全民健
身活动的广泛开展提供保
障。2020年全国新年登高健
身大会继续由国家体彩中心
和国家体育总局登山运动管
理中心共同承办。在浙江江
山主会场，为助力新年登高健
身大会顺利开展，中国体育彩
票将在活动前为参与活动的
群众带来特色文化表演，增强
现场氛围，并结合“体彩在身
边 公益看得见”“助力扶贫
与爱同行”“益起来 聚精彩”
和“全透明体彩 因你更闪亮”
等主题内容，用色彩艳丽的展
板为新年登高增色。

“全民健身 体彩同行”，
作为全民健身活动强有力的
支持者，体彩陪伴百万群众
以登高健身的方式表达对新
年的祈愿，也积极传递着公
益理念。

多元互动传递公益

为深化圈层沟通，多元
化诠释体彩品牌内涵，体彩将
在新年登高主会场设置互动
专区，通过“创意拍照”和“全
民健身”等内容，加速用户感
知，触达体彩新公益内核。

在“创意拍照”环节，现
场将设置具有时尚感的五色
框创意拍照板，将登高、新
年、体彩等主题元素相结
合。“全民健身”环节，将设置
体彩挑战赛，参与者可单人
或组队体验，无论是计时跳
绳、动感单车极速骑行，还是
点球制胜，均是老幼皆宜，大
大提升了健身的趣味性。

体彩的“用心”互动，不仅
为全国新年登高健身活动暖
场预热，也为公益品牌传播带
来了更新颖的触达方式。

整齐划一尽展风采

每年的新年登高活动，由
体彩基层工作者和购彩者组
成的登山队伍，都是健身活动
现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据了解，在全国新年登高
健身大会开幕式上，来自省市
的体彩特色表演队将身着统
一的体彩标识服装，为“全民
健身 体彩同行”的公益新主
张领跑。与此同时，身着体彩
服饰参与新年登高活动的，还
有超过100名代销者组成的
体彩登山队，他们向全国人民
展示体彩人的精神和风采。

值得一提的是，在登山
中途及山顶处，体彩分别增
设奥运加油主题和新年祈福
主题的背景板，供登高健身
群众拍照留念的同时，也为
2020奥运会中国运动健儿助
威，为新的一年祈愿。

在浙江江山主会场活动
之外，全国其他省（区、市）将
设立分会场遥相呼应，来自
全国各地的百万名群众将共
同以登高望远的形式迎接新
一年的到来。 中体

河 南 体 彩 上 周
（2019.12.23—2019.12.29）中
出万元以上“顶呱刮”大奖共1
个，其中5万-10万元1个。

目前热销票种：30元面
值：大吉大利、宝石之王、好彩
头；20元面值：国宝、运、7、点

石成金、中国红、金孔雀；10
元面值：吉祥如意、中国红、
绿翡翠、通吃、十倍幸运；5
元面值：甜蜜蜜、麻辣6、中
国红；2元面值：太空寻宝。

体彩“顶呱刮”，刮出精
彩生活！ 河体

河南体彩“顶呱刮”
万元以上大奖每周战报

把温暖送去一线

许昌体彩分中心慰问残疾人代销者
时近元旦，许昌体彩分

中心主任胡波同志带领分中
心工作人员，为18位残疾人
代销者送去了慰问品和亲切
的关怀，悉心询问他们在工
作和生活上的困难。

受助的代销者们对分中
心工作人员的到来表示热烈
欢迎，销售员老王说：“在有
彩票之前，生活没有目标，都
是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开了
彩票店之后，生活质量提升

了，对于生活也有了新追求，
真的是很感谢体育彩票带给
我的变化。”

秉着“来之于民 用之于
民”的发行宗旨和公益责任
的理念，许昌体彩分中心一
直鼓励残疾人参与就业，欢
迎他们加入体彩事业。

据悉，残疾人是一个数量
众多、特性突出、特别需要帮
助的社会群体。党和政府历
来十分关心残疾人，特别是改

革开放以来，采取了一系列重
大举措，残疾人参与社会生活
的环境和条件明显改善，生活
水平和质量不断提高。中央
专项彩票公益金在助力残疾
人康复项目、教育项目、体育
项目以及农村贫困残疾人危
房改造项目上，每年都有针对
性的资金支出。授人以鱼，不
如授人以渔。解决残疾人就
业问题则从根本上解决了他
们的生活难题。 河体

90后小伙
喜领千万“年终奖”

挥别2019，相约2020。“中国体育彩票”2020全国新年登高健身大会将
于2020年1月1日在浙江江山市中心主会场拉开帷幕，中国体育彩票将陪伴
万千群众登高健身，喜迎新年。

■电话■总编室 (0371)65796200 ■行政办公室 (0371)65795999 ■新闻传真 (0371) 65796268 ■本报发行服务咨询热线(0371)96211 ■广告部 (0371)65796171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主办本期广告均有封闭边框及区域标识

■广告经营许可证:豫工商广字第439号 ■本报地址：中国·河南省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邮政编码：450008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有限公司印务中心印地址：郑州经开第三大街168号 ■订阅价：全年360元 ■零售价：每份2元


